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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盘中心孔三维疲劳裂纹扩展分析

薛志远， 胡晓安∗， 饶国锋， 赵高乐
(南昌航空大学 飞行器工程学院, 南昌 330063)

[摘 要] 基于有限元软件 ABAQUS和三维裂纹扩展分析软件 Franc3D，对涡轮盘中心孔三维疲劳裂纹扩展进行研究分析。
首先，对平板试样表面裂纹进行裂纹扩展模拟计算研究，对比手册中 Gross / Brown理论模型验证裂纹扩展应力强度因子数值

模拟的准确性;其次，针对涡扇发动机涡轮盘结构，对轮盘不同外缘等效应力、转速情况的应力强度因子以及考虑初始缺陷

的三维疲劳裂纹扩展寿命进行计算;最后，讨论发动机载荷差异对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寿命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在相

同裂纹长度时，应力强度因子随着轮盘外缘等效应力和转速增加而增大，载荷越大疲劳寿命则越短，且裂纹越长，影响越大。
为工程上三维裂纹扩展计算以及寿命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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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Dimensional Fatigue Crack Growth Simulation
of the Center Hole in Turbine Disk

XUE Zhi-yuan， HU Xiao-an∗， RAO Guo-feng， ZHAO Gao-le
(School of Aircraft Engineering，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BAQUS and the 3D crack propagation analysis software Franc3D， the 3D fatigue
crack growth of the center hole in a turbine disk is analyzed. Firstly， the surface crack growth of plate specimen is simulated，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crack growth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SIF)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Gross /
Brown theoretical model given in the manual. Then， for a turbofan engine's turbine disk，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and the 3D
fatigue crack growth life of initial defects are calculated for different turbine disk rim equivalent stresses as well as speeds.
Fin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ce of engine loads on the SIF and the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life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same crack length， the SIF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urbine disk rim's equivalent stresses and
rotational speeds. The larger load is， the shorter fatigue life is， and the longer crack is， the greater influence is.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3D crack growth calculation and life evaluation.
Key words: turbine disk;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3D crack propagation; fatigue life

0 引言

涡轮盘是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轮盘破裂将

导致发动机严重事故，威胁飞行安全。 由于涡轮

盘工作转速高、结构复杂，且工作在高温环境下，
关于涡轮盘寿命的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并诞生了安全寿命法、损伤容限法以及因故退役

法等多种寿命设计和管理方法及理论。 随着对轮

盘材料微结构、微缺陷表征能力的不断提高，损伤

容限设计成为现代先进航空发动机轮盘寿命管理

和风险评估方法，取代了传统安全寿命理论。 为

此，需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轮盘结构三维非

共面裂纹扩展模拟方法。
针对三维结构裂纹扩展计算方法的研究，国

内外诸多学者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主要包含边界

元方法、无网格法以及有限单元法。 V. Safarazi
等[1]利用 Franc2D边界元软件，证实了微孔对裂

纹尖端塑性区域形态有着显著影响，位于裂纹尖

端前缘的微孔使裂尖应力和裂纹长度出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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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间距越大对裂纹扩展影响效应越弱;陆山

等[2]建立了可用于计算高温高转速涡轮盘三维

裂纹扩展的双边界元方程组，引入非协调元模型

和超奇异积分方程对其进行求解，通过实验和实

例证明了该双边界元法计算复杂载荷作用下三维

SIF计算有效。 边界元法具有降维性，只离散定

义域边界，与有限元方法相比单元个数少，计算量

大大降低等优点，但是在对非线性项区域(裂纹

尖端区域)积分时，由于应力奇异性的存在使得

计算难于收敛，且边界元法只适用于 Green 函数

易知的情况。 对于无网格方法， T. Belytschko
等[3]基于 Galerkin 方法得到离散控制方程，利用

无网格法对动态裂纹扩展进行模拟并得到裂纹尖

端 SIF，该方法通过延长裂纹表面模拟裂纹扩展，
裂纹特性完全通过形函数影响域的变化来反映;
Timon Rabczuk等[4]采用无网格方法对边界矩形

裂纹的拉伸断裂面的扩展以及 Talor 杆件冲击裂

纹的扩展进行了模拟，该研究方法适用于静态、准
静态及动态裂纹扩展问题。 但是无网格对于支持

域半径尺度选取缺乏理论支持，且三维无网格模

拟计算量较大，精度不足。 目前，对于三维构件裂

纹模拟方法运用最多的仍是有限元方法。 M.
Baydom等[5]根据扩展有限元(XFEM)中三维断

裂力学准则，基于 Fries 提出的显隐式裂纹模型，
分别用 3 种复合裂纹临界准则计算裂纹尖端位移

和应力场，将数值结果和不对称弯扭实验结果做

对比，结果表明 XFEM 在使用最大应变能释放率

准则和最大周向应力准则时最为准确;美国 Frac-
ture Analysis Consultants(FAC)公司在针对边界元

法裂纹扩展研究十几年的基础上，基于有限元重

新编写了 Franc3D 软件，有效地解决了三维裂纹

的动态建模和断裂力学分析，可实现复杂结构模

型的建立和裂纹扩展分析[6];吴圣川等[7] 基于

XFEM以及虚节点法制作了 AＬOF 软件，可对多

种裂纹自动疏密分网，适用于二维三维裂纹扩展

计算。
为了研究涡轮盘损伤容限设计方法，国外研

究在美国空军针对飞机结构安全研究的推动下，
已经趋于成熟，并延伸到了航空发动机结构安全

评价，国内研究由于基础研究不足，目前针对涡轮

盘结构还没有可靠的方法支撑国产涡轮盘寿命设

计和管理，而轮盘三维裂纹扩展模拟方法是进行

损伤容限设计的关键一环。 Wu 等[8]提出了基于

断裂力学的轮盘跨阶段疲劳裂纹寿命预测模型，

便于工程上对轮盘从裂纹形核到裂纹扩展至断裂

全寿命预测;V. V. Pokrovskii等[9]开展了发动机

压气机和涡轮盘在典型飞行载荷循环下的亚临界

裂纹扩展模拟，开发了有限元裂纹扩展模拟程序，
可实现对发动机轮盘上危险区域的定位和疲劳寿

命管理;W. Cui 等[10] 通过有限元方法，考虑材

料、载荷以及缺陷的随机性，对简化的二维涡轮盘

裂纹剩余寿命进行预测，并与实验值对比，证明了

该多源裂纹扩展寿命概率分析方法的可行性;Hu
等[11]基于实验数据提出了随机疲劳裂纹扩展模

型，将其成功运用于涡轮盘裂纹扩展寿命概率分

析中;陆山等[12]提出了多载荷作用下的新型双重

边界元法，以此来分析涡轮盘上三维疲劳疲劳裂

纹尖端 SIF的变化规律，计算出销钉孔边裂纹裂

纹扩展寿命修正值，该方法适用于涡轮盘损销钉

孔伤容限设计;魏大盛等[13]将 J 积分与有限元法

结合，建立了含不同尺寸缺陷的粉末冶金轮盘模

型，发展了工程轮盘裂纹扩展寿命评价方法;张智

轩等[14]基于 Franc3D软件，对含销钉孔边裂纹进

行了三维裂纹动态模拟，并对比几种不同裂纹形

式下的 SIF和裂纹扩展寿命，发现对轮盘威胁最

大的裂纹出现在销钉孔内表面;孙淼[15]等基于

ABAQUS和 Fe-safe 软件结合多轴疲劳理论对机

翼结构进行疲劳分析，并对疲劳寿命进行了成功

的预测。
为了探索涡轮盘裂纹扩展计算方法，指导工

程上关于轮盘损伤容限设计，首先，采用 Abaqus /
Franc3D，对平板试样的表面裂纹进行裂纹扩展模

拟计算研究，对比应力强度因子手册中的 Gross /
Brown 理论解[15] 进行数值模拟的精度验证;其
次，分析了涡轮盘中心孔角裂纹 SIF 受叶片等效

载荷和轮盘转速的影响，结合 Paris 公式[16]分析

上述影响因素下轮盘中心孔处三维角裂纹疲劳扩

展寿命的变化规律;最后，对 SIF和疲劳裂纹寿命

变化规律进行评价。

1 疲劳裂纹扩展模型

线弹性断裂力学用应力强度因子 K 来描述

裂纹尖端应力场强度，是控制裂纹扩展速率 da /
dN 的主要参量。 其表达式为:

K = S· πa·f(a / b) (1)
式中:S 表示零部件所受到的负载;a 表示裂纹的

长度;f(a / b)是裂纹长度 a 与模型宽度 b 比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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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对于平板构件，Gross / Brown[16]给出了其应

力强度形状因子 f(a / b)的计算公式:

f(a / b) = 1. 122 - 0. 231 a
b( ) + 10. 550 a

b( )
2
-

21. 710 a
b( )

3
+ 30. 882 a

b( )
4

(2)

  在疲劳载荷条件下，裂纹扩展分为 3 个阶段:
门槛值附近小裂纹扩展、稳定裂纹扩展和失稳扩

展。 在工程应用范围内，通常对可控、稳定的裂纹

扩展进行结构的寿命管理和风险预测，即采用著

名的 Paris经验公式进行计算。
da / dN = C·ΔKn (3)
ΔK = σmax - σmin (4)

式中:C、n 是材料常数;a 为裂纹长度;N 为疲劳

裂纹扩展寿命;ΔK 为应力强度因子幅值;σmax和
σmin分别为疲劳载荷最大值和最小值。

当裂纹从初始裂纹尺寸 a1 扩展至 a2 时，可
以通过式(5)计算出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N = ∫ a2
a1

da
C·ΔKn (5)

2 Franc3D裂纹扩展计算验证

三维裂纹动态扩展难点在于扩展方向的确定

和裂纹尖端动态网格重构。 Franc3D 三维裂纹扩

展软件基于商用有限元软件的计算结果，进行裂

纹扩展方向和增量的确定后，构建新的裂纹面，并
进行网格重划分，从而给出了良好的解决方案。
软件中的裂纹扩展通过网格不断划分更新实现，

基本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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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ranc3D裂纹扩展流程图

Fig. 1 Crack growth flow chart using Franc3D

验证模型采用厚度 2 mm 的平板，长度方向

受 10 MPa 拉伸载荷作用。 平板材料参数见表

1[17]。 在 Franc3D 中预制初始深度 0. 3 mm 的贯

穿裂纹，含裂纹平板模型如图 2 所示。 扩展步长

0. 2 mm，自动重新划分网格，如图 3 所示。 计算

得到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 K 值关于裂纹路径

的数据，同时运用式(2)得到 K 的理论解，K 的理

论解和数值计算结果对比如图 4 所示，两种解误

差在 1%以内，可知 Franc3D 有着较高的求解精

度，满足数值模拟的要求，从而验证了该方法的准

确性。

表 1 平板材料参数

Table 1 Material parameters of flat

Item Material constant C Material constant n Elastic Modulus E / GPa Poisson ratio Density / ( g·m - 3)

Value 4. 28 × 10 - 10 3. 58 210 0. 25 7. 85 × 103

3 轮盘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和扩

展寿命分析

3. 1 有限元模型及应力应变分析

CFM56 -7 涡扇发动机涡轮盘采用的材料是

Rene95粉末冶金合金，对应国内牌号为 FGH95，其
基础力学性能和裂纹扩展数据可以查询材料手

册[17]。 为了计算方便，假设轮盘为均温，采用偏于

保守的计算，选用650℃条件下的材料常数(表2)。

40 Depth of the penetrating crack
0.3

200
Initional length of the penetrating rack

2

2 Unit: mm

图 2 含贯穿裂纹的平板模型

Fig. 2 Flat model containing penetrating crack

在典型标准大气压条件下，轮盘设计转速为

1 570 rad / s。 由于只关心盘心高应力区域内的裂

纹扩展，故忽略了轮盘上榫槽、安装边等结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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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缘施加等效应力模拟叶片外载荷，得到的结

果不影响对物理过程的揭示，同时还能达到简化

计算的目的。 图 5 为所研究的涡轮盘剖面尺寸。

图 3 平板初始裂纹状态网格

Fig. 3 Initial grid model of 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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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理论解和数值计算结果对比图

Fig. 4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solution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

表 2 FGH95 在 650 ℃下材料参数

Table 2 Material parameters of FGH95 at 650 ℃

Item Material constant C Material constant n Elastic Modulus E / GPa Poisson ratio Density / ( g·m - 3)
Value 5. 37 × 10 - 9 3. 37 200 0. 3 7. 8 × 103

Shaft

r66 35

R306

12
8

40

41R5
2

R52 R9

R9

Unit: mm

图 5 轮盘截面尺寸

Fig. 5 Section size of turbine disk

为进一步简化计算，又不影响计算结果，利用

轮盘的轴对称性截取了 1 / 4 轮盘结构进行有限元

建模。 施加边界条件:1)对称面施加循环旋转周

期对称位移边界条件;2)旋转离心载荷;3)叶片

等效载荷，通过叶片重量估计，考虑到转速条件进

行确定。 图 6 为轮盘在设计转速下使用 ABAQUS
计算得到的 Mises 应力云图。 由图 6 可知，峰值

应力出现在中心孔区域，大小为 798. 4 MPa，应力

在中心孔周向上均匀分布，可以判定轮盘中心孔

是危险区域，故将在此区域内进一步作三维裂纹

扩展分析。
3. 2 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分析

由于粉末叶尖轮盘典型的夹杂尺寸为 50 ~
100 μm，因此采用 0. 1 mm 作为初始裂纹进行裂

纹 SIF计算和裂纹扩展分析。 为确保计算效率，
又不影响计算精度，裂纹扩展步长取 0. 05 mm，当
裂纹达到工程可见长度(0. 7 mm)时停止计算。
图 7 给出了盘心孔边缘处的角裂纹预制和网格划

分情况。

S,Mises
(Avg:75%)

+7.984e+02
+7.576e+02
+7.168e+02
+6.760e+02
+6.353e+02
+5.945e+02
+5.537e+02
+5.129e+02
+4.721e+02
+4.314e+02
+3.906e+02
+3.498e+02
+3.090e+02

图 6 标准转速下 Mises应力云图

Fig. 6 Mises stress contour at standard rotation speed

计算 K 值时选用准静态能量准则和最大周

向应力准则，用于确定裂纹尖端节点张开位移和

角度;由于只考虑 I 型张开裂纹的情况，故等效

SIF为 Keq = KⅠ。 裂纹扩展过程是重复用多项式

拟合新的裂纹前缘曲线，直到 SIF 达到断裂韧

度[18]。 为了研究轮盘工况对应力强度因子的影

响，考虑 7 种不同的情况:等效拉力轮缘载荷

200、100 MPa、无轮缘载荷;轮盘标准转速 1 570
rad / s，降低 10% 、5%和升高 5% 。 图 8 为不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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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载荷和不同转速下的应力强度因子 K 和裂纹

长度 a 的关系图。

图 7 轮盘中心孔处初始角裂纹网格重画模型

Fig. 7 Remeshing model of initial corner crack at the
central hole of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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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ifferent rotation speeds

图 8 不同轮缘负载和不同转速条件下应力强度因子和

裂纹长度关系图

Fig. 8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with respect to crack length in case of
different rim stresses and different rotation speeds

由图 8a可知，轮缘等效载荷越大，K 也相应增

长。 涡轮盘受到工作转速的作用，具有向外的离心

力，轮缘载荷也会增加总作用力;在小裂纹区域，由
于负载引起的 SIF 值比长裂纹区域的差距小。 图

8b中，相同裂纹长度 a 时，轮盘转速提高导致了 K
值的增加。 工作转速增加，表明轮盘工作条件越严

峻，则裂纹扩展的越剧烈。 随着裂纹的扩展，由于

工作转速不同造成的 SIF的差异越来越大。
3. 3 轮盘中心孔处三维角裂纹扩展寿命影响因

素研究

Franc3D基于式(3)，分别自动提取计算出的

7 种情况下的 SIF 与裂纹扩展长度数据，进行寿

命计算。 Franc3D能够给出不同轮缘载荷和不同

轮盘转速下的裂纹扩展寿命曲线，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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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轮缘负载和不同转速条件下的 a-N 曲线

Fig. 9 a-N Curves in case of different rim stresses and
different rotation speeds

由图 9a可知，裂纹扩展速率不断加快，当裂

纹尺寸相同时，轮缘等效载荷高的轮盘寿命明显

短于载荷值低的轮盘寿命。 原因是:轮缘载荷受

力越大，轮盘的应力增加越快，导致裂纹扩展越剧

烈;在短寿命区域内，由于轮缘载荷受力不同对裂

纹扩展的影响比长寿命区域更大。 由图 9b可知，
裂纹扩展速率随裂纹长度增加而增加，相同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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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时，转速越高，寿命越短。 主要是因为转速越

高，应力增加成平方正比例增加，使得相同尺寸的

裂纹长度时，SIF 越高，导致裂纹扩展速率更高，
寿命变短。

表 3为考虑 7种不同影响因素情况下，当裂纹

路径扩展至 0. 7 mm左右时的裂纹扩展寿命。 需要

指出的是，工程上轮盘允许的裂纹长度为1 mm[19]，
本研究取 0. 7 mm，相对于工程允许值偏于保守。

表 3 不同影响因素情况下的裂纹扩展寿命

Table 3 Crack propagation life under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fluential factors Crack length a / mm Fatigue life N

Rim stress condition
Rim tensile stress 200 MPa 0. 69 7 140

Rim compressive stress 100 MPa 0. 69 7 813
No rim stress 0. 71 82 180

Turbine disk rotation
speed condition

10% lower 0. 69 19 622
5% lower 0. 71 18 186

Standard rotation speed 1 570 rad / s 0. 73 16 743
Increase 5% 0. 71 14 745

  以传统工程采用的有限元软件(如 ABAQUS)
进行裂纹扩展分析，结合 Franc3D 实现应力强度

因子的直接输出，大大降低了工程结构三维裂纹

扩展的评估效率，节约了计算设计成本，为工程三

维裂纹扩计算分析以及损伤容限设计提供依据。

4 结论

三维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与轮盘载荷情况

及裂纹长度有关。 轮盘轮缘受载的作用力方向与

转速引起的离心力的方向相同时会使轮盘整体载

荷水平提高，两者叠加作用使得轮盘裂纹尖端应

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速率增加。 随着裂纹扩

展，涡轮盘有效承载面积减小，裂纹尖端名义应力

增加，故此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增大。 因而，发
动机降载飞行可以显著地降低涡轮盘载荷水平，
从而起到延长涡轮盘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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